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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家長和同學：

　　春寒料峭，乍暖還寒，轉眼間，學年又過了一半。聖誕過後，很快又到農曆新年，時間不會為任何

人而停駐，願各位也能把握光陰，珍惜當下，活出美好的每一天。

　　本年度，學校以「童心顯龍情2019」為年度主題，分為「中華文化多面體」和「仁人有禮」兩個大項目，推
行有關中華文化的活動。前者與學科學習有關，後者是德育主題。各科組都會圍繞主題推行不同類型的文化活動，以增加學生

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今年的大事一項接一項，10月底至11月初，學校進行校外評核。教育局的外評團隊到校進行五天的評估工作，他們透過觀課、閱
覽文件、觀察活動、與不同持分者訪談等方式，了解學校的工作情況，並給予評價及意見，過程緊湊而嚴謹。評核後，外評人員會先

給予學校口頭回饋，在回饋中，外評團隊對學校多方面的工作予以高度的評價，有此成績，實在是全校教職員共同努力的成果，更要

多謝法團校董會和各位家長對我們一直以來的信任和支持。待收到正式書面報告後，我們會把報告上載校網，並通知各位閱覽。

　　外評過後，我們便密鑼緊鼓地開展校慶籌備工作。今年學校35歲了！我們將舉辦一連串的慶祝活動，並定於28/3/2020（六）舉
行35周年校慶開放日暨校慶典禮，當天更邀得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實乃學校的榮幸。典禮當晚，更會舉行校慶聯歡
晚宴，共享歡愉，誠邀大家一起回校參與盛事。

　　2019-2020年度是香港風雨飄搖的一年，全香港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動盪，際此不穩時局，教育更形重要，孩子的未來也是香港
的未來，讓家校同心同行，攜手為孩子和香港的未來而努力。

　　敬祝

常存正念！

平安喜樂！

   沈耀光校長

校長的
話

我們的新校監—鄒悅仁先生

鄒悅仁校監

喜訊

鄭副校長應邀拍攝教育局臉書視頻分享
卓越教學實踐

  我們的新校監是鄒悅仁先生。
  鄒悅仁校監為我們創校校監鄒振猷先生的三公子。他年少時遠赴英國修讀土木工程；回香港後，成為一位土木
工程師。他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多年來更兼任本校校董及五邑工商總會首長，貢獻社會。

  鄒校監近年退休，在享受退休生活之時，仍不忘教育，於本學年開始，擔任本校第三任校監。他盼望給予孩子
優良的教育，讓孩子茁壯成長，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

  鄒校監認為孩子自小必須學會閱讀；只要能多閱讀，多思考，多發問，便能培養自學能力，他日必成大器。不
過，鄒校監相信除了追求卓越的成績外，更重要的就是做個有德行的人；品德是一個人的靈魂，而童年就是要塑造

人格最關鍵的時期。

  最後，鄒校監盼望每個孩子都享受校園的生活，並且有個快樂的童年！

1.學校35歲了！
  本年度，學校已經35歲了！一連
串的校慶活動將會陸續推出，我們已

定於28/3/2020（六）舉行35周年校慶
典禮，28-29/3/2020（六及日）舉行
校慶開放日，敬請各位家長和同學留

意，並踴躍參加。

2.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繪出幸福人生
  本年度，本校成功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撥
款＄559,600進行「繪出幸福人生」計劃，推動
生命教育及培養正向思維。本年度會編寫繪本

生命教育課程，下學年正式施行。

3.報章報導
  大公報於1/11/2019介紹本校的中
文科校本課程，並予以高度的評價，

有關報導可在學校網頁瀏覽。

4.卓越教學分享視頻
  本年度，鄭麗娟副校長應教育局教師及校
長專業發展委員會的邀請，拍攝視頻分享中文

科的卓越教學實踐。有興趣觀看者，可自行於

下列網址瀏覽：https://youtu.be/iCKmDv2q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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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深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及培養優秀的傳統美德，本校今年舉行「中華文化多面睇」全年主題活動，每個月不同
科組都會舉辦不同的活動。

9月—文化長廊壁報之中國之最

10月—在圖書館舉行中華文化主題書展

本年度德育主題定為「仁」人有禮，期望透過各科組活動，培養學生多欣賞及多關顧的態度，學習同理心及推己及人的精神。

  本校一直鼓勵家長和同學以親子形式
參與社區義工服務，藉此陪伴孩子一起體

驗與學習。全校接近100對親子願意於中
秋節當天13/9/2019（五）參與老人院探訪
活動，代表學校送出水果，向老人表達關

懷。惟人數眾多，只能以抽籤模式安排60
對親子參與。

本年度共籌得港幣16789元，繼續助養五位來自各地的貧困兒童。

中華文化主題活動：

中華文化主題活動：「仁」人有禮

中華文化 多
面睇

全年主題
活動巡禮

展板

10月  午息活動：中國古代數學遊戲（七巧板）

全校學生積極參與，帶回新鮮水果捐贈予區內長者。

愛心助養行動：一人一蚊雞

「施比受更有福」愛心捐獻活動：一人一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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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鼓勵學生多觀察四周，發掘好人好事（如：對人有禮、互相尊重及關懷別人等），全校各班均善用壁報，提供空間讓學生分享

同學們做得好的地方，以表達其欣賞之情。

為了增加區內幼稚園家長對本校的認識，我們在7-8/9/2019舉行了兩天的「開放日」，參加人數十分踴躍，場面非常熱鬧。

學校簡介講座 小導遊導賞 快快樂樂健康生活 物盡其用

「健康生活」網上遊戲

健康生活對對碰
健體操

健康生活攤位遊戲

「人人有禮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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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員訪校新界西公開課

新教師閱讀策略工作坊

戲劇教育分享會

台灣自主學習研
討會

1.第五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小學課堂教學重構研討會
  鄭麗娟副校長於1/11-3/11/2019獲邀出席在安徽舉行的「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小學課堂教學重構研討會」，並進行公開課及主持校本
課程工作坊，與國內老師分享交流，彼此都增益不少。

2.自主學習研討會
  沈耀光校長和陳邦彥老師參加了於25/11-27/11/2019在台灣舉行的「自主學習節與適性教學應用論壇」，與台灣同工相互交流，分享
教學經驗與心得。

3.中文科公開課
  本年度，鄭麗娟副校長借調到教育局，開設「中國語文教育卓師工作室」，帶領15位來自10間學校的中文老師開展語文教學研究，
並會定期舉行分區公開課及研討會。第一場公開課及戲劇教育分享會於22/10/2019舉行，數十位來自新界西的中文老師參加觀課，並交
流中文教學心得。

4.香港大學訪校觀課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系學生於18/10/2019到校觀課及了解學校的辦學特色。
5.校外分享會
  上學期已主持的校外分享會如下：

日期 主題 主辦機構

1 15/8/2019 閱讀策略 香港教師中心

2 17/10/2019 兒童文學與戲劇教育 卓師工作室

3 22/10/2019 變戲法．學語文 卓師工作室

4 1/11/2019
如何透過校本課程

落實核心素養的發展

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小學

課堂教學重構研討會

5 30/11/2019 戲劇教育 廈門武平

6 12/12/2019 戲劇教育 學與教博覽2019

鄭副校長和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李子建教授合照

和內地學生合照

專業發展活動

鄭副校長在安徽進行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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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十分重視幼小銜接，深信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可讓準小一學生更順利及愉快地融入小學生活。

  本校「小一高！GO!GROW!」的幼小銜接計劃，由7月中至10月中，為期3個月，活動包括小一

模擬課程、小一英文預備班、迎新日、小一適應課程及小一成長禮等，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能深入了

解學生的需要，並提供適切的學習支援，以讓學生能盡快適應小學的新生活。同時，本校於8月下旬

亦會安排家長工作坊，讓家長了解小一生之需要，並攜手協助學生成長。

在小一模擬課程中，
老師正與學生進行評估。

在小一英文預備班中，
老師指導學生玩遊戲。

在小一適應課程中，
老師帶領學生一同模擬上中文課。

沈校長為家長
主持「升級爸媽」工作坊

  為感謝家長義工們
對學校的支持，我們於

4/10/2019（五）上午舉辦
自助早餐聚會，當天共有90
多名家長義工出席，場面非

常熱鬧和溫馨。

家長義工團隊大合照！

家長義工聚一聚

沈校長與家長義工們互相交流

開餐啦！

幼小銜接

家長義工聚會

在成長禮活動上，學生進行大合唱。

學生致送家長盆栽，場面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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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的五邑兵團由四至六年級同學組成，他們一心為同學服務。為表揚各兵團成員的無私精神，學校每年會舉辦就職典禮，以肯定
他們的貢獻。

風紀隊長代表致辭！ 沈校長頒發委任狀予兵團代表
五邑兵團大合照

  為培養學生溝通合作及解難能力，學校會於每年10月舉辦五邑好友營。一至二年級同學於學校進行由老師帶領的團隊訓練活動；三至
四年級同學到戶外營地，親歷平常較少接觸的歷奇活動；五至六年級同學分別遠赴元朗及長洲，進行不同任務，將學習融入解難活動中。

  為凝聚班風，培養各班的團隊合作精神，學校在學期初舉辦「同心協力奪錦標」，透過遊戲加強師生互動，團結每班的老師及同學。

「翻書比賽」難度高，
我要翻到第108頁！

吹乒乓球射龍門，
成功，YEAH！

班主任都參與其中，
看勞老師多落力！

我們奪得二年級的總冠軍！

同心協力奪錦標

五邑兵團及就職典禮

五邑好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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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與同學一起感受聖誕氣氛，本校在20/12/2019(五)舉行「聖誕聯歡」活動。同學們除了在課室開派對外，還到禮堂參加天才表演。

跑呀跑，誰也跑不
過我！ 分享食物最快樂！

好開心啊！

男女大決
鬥？

老師和同學都玩得樂極忘形

校長也與我們同樂呢！

美少女四人組？許老師，你的飛盤技術還可以嗎？

一年級同學與老師玩得樂也融融

  本校於1/11/2019於粉嶺宣道園舉行學校旅行，同學於園內進行各項活動，包括燒烤、球類活動、飛盤及師生集體遊戲等，老師和
學生都樂也融融。

學校旅行

聖誕聯歡會
開心大合照！

老師和同學合力演出，非常精采啊！

同學們十分投入地唱歌

同學享用聖誕派對的食物

天才表演花絮

在課室內的聖誕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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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愉快學習中文．傳承中華文化
學習活動：

五年級同學正表演神話故事，同學
七情上面，抑揚頓挫，相當投入！

六年級同學首次演出日本民間故事，
演繹一位公主淒美的一生。

同學在趣味語文大挑戰中一邊遊戲，
一邊學習利用部件拼成不同的漢字！

低年級同學亦在趣味語文大挑戰中學習
形容動作的句式，寓學習於遊戲之中！

一年級同學在校園遊走，一邊認識學校設施，
一邊找出小白兔！

二年級同學在課堂上品嚐小食，
嘗試後再利用五感描述食物！

三年級正
進行基地

故事，扮
演

想躲避花
貓的老鼠

呢！

六年級同學與老師親臨大澳進行實景寫作，
欣賞自然風光及感受當地的人情味！

英文科
英語活動至多Fun!

本年度的STEM創新科技英語課程，
由外籍英語導師任教，活動互動
有趣，同學們都積極投入!

小一至小三的英語全能尖子班，外籍英語
導師透過有趣的學習活動，提升同學的

聽說讀寫能力。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的外
籍英語教師及學生到校進
行互動英語戲劇巡演，
表演者活潑的演繹，
惹來不少笑聲!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英語戲劇互
動環節，主動回答問題及分享

意見，氣氛熱烈。

本校外籍英語教師Miss Jennifer午
息時在樓層進行英語遊戲活動，
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

提升不少!

安排小一至小三同學於午息時段到英語室觀看英語
節目，以提升同學對學習英語的興趣及聽說能力。

英語大使午息在樓層進行
英語遊戲及說故事等活動，
同學們都踴躍參與，
樂在其中。 香港教育大學導師到校為小六同學提供升

中面試技巧訓練，活動以小組形式進行，
互動性強。

數學科
數學活動樂趣多

七巧板拼砌遊戲

測量活動

從遊戲中學習—
利用平板電腦鞏固數字的組合 量度不規則體積活動

數學遊戲「數獨」大挑戰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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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探究與體驗

學生實地考察 測試物料保溫效果 探究物件形狀與浮沉的關係 探究電磁效應 同學正測試物件重心

音樂科
校園音樂快遞

圖書科
閱讀樂繽紛

現場作文

香港書展：《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2019 

小母牛－「開卷助人」閱讀籌款計劃：
小農夫活動

　　各級常識科透過不同的課內及課外活動，運用探究式學習和讓學生親身體驗，以助學生掌握知識、能力和價值觀。

閱讀大使獎勵活動：挪亞方舟親子行

閱讀獎勵活動：參觀書商陳列室

中樂團成員在「街頭
藝坊」演出

校友甘嘉隆回校指導中樂團師妹拉二胡

吳老師和1B同學協助拍攝
校園電視台音樂科校慶節目

「想同你JAM歌」

合唱團(P1-3)成員參與「街頭藝坊 之 聖誕報佳音」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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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獎項 獲獎學生

IYACC The 11th International Open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Theme:Own Choice 冠軍

2A王楚喬

Theme: My New Animal 亞軍

Theme: Festival 季軍

2019全港兒童繪畫暨鏡座黏土創作比賽 P1-P2 冠軍

2019全港兒童繪畫及相架黏土創作比賽 P1-P2 亞軍

2019全港兒童繪畫及黏土創作大賽 P1-P2 亞軍

2019全港兒童T-shirt創作大賽 P1-P2 季軍

2019年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P1-P2 殿軍

樂恩慈善繪畫大賽 初小組 銀獎

「我愛地球」2019全港兒童填色創作比賽 P5-P6 冠軍 6E鄭芯懿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獎項 獲獎學生
親職共融悅讀計劃2019

「愛傳承」繪本故事創作比賽
高小組 季軍 6B勞綺伶

第13屆亞太區機械人錦標賽
VEX IQ大灣區賽蔡章閣盃機械人聯賽

團隊賽 冠軍 5A廖子鍵5A譚凱浚
5D劉祖威6B鄭竣騫學校賽 銀獎

第七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中級組 銀獎 5A黃熙淵5B隆景宇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2019朗誦及
故事演講大賽

男子P5-P6組 亞軍 5D陳柏浩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獎項 獲獎學生

新聲盃中樂獨奏比賽2019 彈撥C初級組 季軍

4D文晞悅
第十四屆國際音樂藝術大賽2019初賽

揚琴分級組三級 金獎

揚琴少兒A組 銀獎

第十四屆國際音樂藝術大賽2019決賽
揚琴分級組三級 金獎

揚琴少兒A組 銀獎

2019香港國際音樂藝術節 兒童組 冠軍

5D龍文宇

第六屆澳門亞太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初賽
大眾普及組

巴赫中級組
冠軍

夏日音樂頌2019音樂大賽 六級考試組 冠軍

第十屆香港演奏家音樂大賽 Solo Piano Children's Class 冠軍

香港演藝音樂節 鋼琴中級組 金獎

22nd GMC Music Festival 2019 鋼琴合奏 亞軍 6A余梓燊

第5屆柏斯音樂節 考試組  初級組 銀獎 6E錢樂栭

音樂

視覺

學術

2019-2020年度第一學段校外比賽獲獎名單
  本校學生本年度直至11月在各範疇的校外比賽都能獲取佳績，獲得冠軍 22 項，亞軍 23  項，季軍 13 項，殿軍 5 項，優異 
30 項，金獎 7 項，銀獎 11 項，銅獎 4 項，一等獎 4 項，二等獎 4 項，三等獎 2 項，合共 125 項，成績驕人，可喜可賀。現將
各獲獎學生的喜悅跟各同學及家長分享。

(篇幅所限，只列冠、亞、季、殿及團體優異獎)

五邑鄒振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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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獎項 獲獎學生

第二十三屆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團體 優異獎

4A陳紫嫣4B吳心柔
4B布子霞4C黃皓塋

4D陳沚欣

女子丙組100米 亞軍 4D陳沚欣

裘錦秋中學 (屯門)-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亞軍
5B何翹汝6A陳加瑤
6B朱慧雅6D蔡敏莉

飛達秋季「壩王」盃2019 親子組800米 冠軍 1C鍾焯琳

慈善PB跑2019樂心繽紛
Fun Run將軍澳站

3km親子混合組 亞軍 6D鍾日謙

2019友會聯賽

50米自由泳 亞軍

2B楊綽蕘50米背泳 亞軍

50米蝶泳 季軍

50米蛙泳 亞軍

2A高貝旻
50米自由泳 殿軍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2019
女子100米蛙泳 亞軍

4A李心瑜
女子50米蛙泳 亞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2019
女子50米胸泳 亞軍

女子100米胸泳 季軍

屯門區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銀盃賽 季軍

3C李黎璁4B馮俊翔
4C蕭樂文5A黃志銘
5B蔡澤良6A張柏喬
6B簡鈞賢6C周愉熹

6D陳子朗

新北市108年汐止區
第二屆主委盃足球錦標賽

中年級(U10) 冠軍 3A簡樂賢

全港公開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Paso 冠軍

3B翟芷潼Tango 冠軍

Jive 季軍

第27屆IDTA盃

單人Samba 冠軍

2B黃丞沂
單人ChaChaCha 亞軍

單人Rumba 亞軍

單人Paso Doble 亞軍

完美盃

單人Paso 冠軍

6B勞綺伶
單人Waltz 冠軍

單人Tango 冠軍

6A勞綺敏
單人Jive 季軍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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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獎項 獲獎學生

香港摩打腳跳繩錦標賽2019

3x100
前繩雙腳跳

冠軍

5D陳柏浩
交叉開跳

速度跳
季軍

精英跆拳道品勢比賽2019 兒童M1 殿軍 2A陳迅謙

屯門青少年跆拳道賽 品勢組 季軍

5D曾尚正
第十三屆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兒童青少年邀請賽2019
品勢組 殿軍

全港兒童單車大賽繞圈賽(第二回合) 女子6歲組 亞軍 1C鍾焯琳

全港兒童單車大賽繞圈賽(第三回合)

女子6歲組 冠軍 1C鍾焯琳

男子11歲組 殿軍 6D鍾日謙

新地平衡車賽2019 6歲女子組 冠軍 1C李穎瑜

第二屆兩岸四地兒童平衡車聯誼賽

(第二回)
5歲女子組 亞軍 1C李穎瑜

第二屆兩岸四地兒童平衡車聯誼賽

(第三回)

5歲女子組 冠軍 1C李穎瑜

6歲女子組 亞軍 2D姚暟晴

第二屆兩岸四地兒童平衡車聯誼賽 6歲女子組 總季軍 2D姚暟晴

大埔平衡車會泵道計時賽 5歲女子組 亞軍 1C李穎瑜

香港跑步x平衡車挑戰賽2019

7歲女子BABA接力組 冠軍

2D姚暟晴7歲女子公開組 亞軍

第一屆煌者盃平衡車大賽(第一回) 6-7歲女子組 季軍

屯門區立划板繞標賽2019 少年組8-16歲 亞軍 6C羅梓亮

APAC CUP 藝術體操國際賽2019 Children Ball 銀獎 3A韓幸頤

慶祝國慶70周年親子運動會 親子競技 冠軍 1C李穎瑜

新界地域步操、升旗、團呼及快樂傘比賽 快樂傘比賽 季軍 2D姚暟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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